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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机械手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

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包括设置在工作台上的多自

由度移动臂，所述多自由度移动臂的输出端上安

装有移液机构，所述移液机构包括安装座、移液

管和连接座，所述移液管的头端可拆卸的安装在

安装座上，安装座的顶部开口处安装有连接座，

连接座内设有与移液管连通的负压通道和清洗

通道，其中，所述负压通道通过负压接头和管道

与负压源连接，所述清洗通道与连接在安装座上

的高压清洗组件连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

自动完成药液的移液、以及对移液管的清洗和干

燥，其不需要手动对移液管进行清洗，也不需要

对移液管进行拆卸更换，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可

以广泛的应用在药品的移液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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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包括设置在工作台（1）上的多自由度移动臂（2），所述多自

由度移动臂（2）的输出端上安装有移液机构（3），其特征在于，所述移液机构（3）包括安装座

（301）、移液管（302）和连接座（304），所述移液管（302）的头端可拆卸的安装在安装座（301）

上，安装座（301）的顶部开口处安装有连接座（304），连接座（304）内设有与移液管（302）连

通的负压通道（306）和清洗通道（307），其中，所述负压通道（306）通过负压接头（305）和管

道与负压源连接，所述清洗通道（307）与连接在安装座（301）上的高压清洗组件（310）连接，

所述高压清洗组件（310）用于向移液管（302）内输入高速流动的雾化去离子水，以对移液管

（302）进行清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清洗组件

（310）包括去离子水管（3101）、压缩空气管（3103）、进气连接座（3105）和出雾喷头（3108），

所述进气连接座（3105）的端部连接有外壳（3104），进气连接座（3105）内设有与压缩空气管

（3103）连接的文丘里管（3102），所述外壳（3104）上还连接有去离子水管（3101），外壳

（3104）对应文丘里管（3102）的直径最小处设有与去离子水管（3101）连通的储液腔（3107），

所述储液腔（3107）通过透液孔（3106）与文丘里管（3102）连接，外壳（3104）上还连接有出雾

喷头（310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空气管

（3103）、去离子水管（3101）和设有负压接头（305）的管道上均安装有电磁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移液管（302）的外

部套设有固定片（303），所述固定片（303）通过螺钉固定在安装座（301）上，移液管（302）的

顶部开口处与连接座（304）之间设有异型密封圈（309）。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型密封圈（309）

包括密封圈本体（3091），所述密封圈本体（3091）上开设有一圈开口槽（3092），所述开口槽

（3092）内安装有截面为V形的张紧片（3093），用于使得密封圈本体（3091）向两侧张开，以分

别与移液管（302）的顶部开口和连接座（304）接触密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301）内对

应移液管（302）的外侧位置处还设有加热腔，加热腔内安装有用于对移液管（302）进行加热

烘干的加热装置（308）。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301）的外

侧位置处还设有与加热装置（308）电性连接的连接触点（3081），所述连接触点（3081）处设

有防水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通道（307）朝

向移液管（302）的那侧开口为喇叭状结构，清洗通道（307）的弯曲位置处以圆弧进行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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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移液机械手，尤其涉及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物、化学、环境、医药研发、食品等实验室以及医院、

血站等单位的移液工作不再是简单的操作若干样品的小规模实验，而是面对更为复杂的研

究对象和不断增多的样品数量，用多种实验技术进行多途径、多样化的大规模实验。如基因

学的PCR体系构建，二代测序文库构建和文库筛选、基因组测序和基因芯片的研究、核酸纯

化、克隆快速筛选、细胞培养、蛋白质组学方面差异蛋白的寻找、鉴定、蛋白结晶的筛选、高

级结构的分析，新药研发实验室的新药还有新药筛选和鉴定等实验室每日所承受的样品处

理量工作日益增加。

[0003] 手动移液的样品处理工作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单次移液完成后，若

需要继续对其他种类的药液进行移液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取液，需要对移液管进行清

洗或者更换。因此，将实验操作流程中部分或整体过程实现自动化运行已经成为了必然的

趋势。

[0004] 基于此，本申请提出了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旨在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包括设置在工作台上的多

自由度移动臂，所述多自由度移动臂的输出端上安装有移液机构，所述移液机构包括安装

座、移液管和连接座，所述移液管的头端可拆卸的安装在安装座上，安装座的顶部开口处安

装有连接座，连接座内设有与移液管连通的负压通道和清洗通道，其中，所述负压通道通过

负压接头和管道与负压源连接，所述清洗通道与连接在安装座上的高压清洗组件连接，所

述高压清洗组件用于向移液管内输入高速流动的雾化去离子水，以对移液管进行清洗。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高压清洗组件包括去离子水管、压缩空气管、进气

连接座和出雾喷头，所述进气连接座的端部连接有外壳，进气连接座内设有与压缩空气管

连接的文丘里管，所述外壳上还连接有去离子水管，外壳对应文丘里管的直径最小处设有

与去离子水管连通的储液腔，所述储液腔通过透液孔与文丘里管连接，外壳上还连接有出

雾喷头。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压缩空气管、去离子水管和设有负压接头的管

道上均安装有电磁阀。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移液管的外部套设有固定片，所述固定片通过

螺钉固定在安装座上，移液管的顶部开口处与连接座之间设有异型密封圈。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异型密封圈包括密封圈本体，所述密封圈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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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开设有一圈开口槽，所述开口槽内安装有截面为V形的张紧片，用于使得密封圈本体向两

侧张开，以分别与移液管的顶部开口和连接座接触密封。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安装座内对应移液管的外侧位置处还设有加热

腔，加热腔内安装有用于对移液管进行加热烘干的加热装置。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安装座的外侧位置处还设有与加热装置电性连

接的连接触点，所述连接触点处设有防水盖。

[001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清洗通道朝向移液管的那侧开口为喇叭状结

构，清洗通道的弯曲位置处以圆弧进行过渡。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自动完成药液的移液、以及对移液管的

清洗和干燥，其不需要手动对移液管进行清洗，也不需要对移液管进行拆卸更换，操作简

单，使用方便，可以广泛的应用在药品的移液工作中。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中移液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中连接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中移液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中高压清洗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中异型密封圈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1‑工作台、2‑多自由度移动臂、3‑移液机构、301‑安装座、302‑移液管、

303‑固定片、304‑连接座、305‑负压接头、306‑负压通道、307‑清洗通道、308‑加热装置、

3081‑连接触点、309‑异型密封圈、3091‑密封圈本体、3092‑开口槽、3093‑张紧片、310‑高压

清洗组件、3101‑去离子水管、3102‑文丘里管、3103‑压缩空气管、3104‑外壳、3105‑进气连

接座、3106‑透液孔、3107‑储液腔、3108‑出雾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3]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0024] 如图1～4所示，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的结构图，包

括设置在工作台1上的多自由度移动臂2，所述多自由度移动臂2的输出端上安装有移液机

构3，所述移液机构3包括安装座301、移液管302和连接座304，所述移液管302的头端可拆卸

的安装在安装座301上，安装座301的顶部开口处安装有连接座304，连接座304内设有与移

液管302连通的负压通道306和清洗通道307，其中，所述负压通道306通过负压接头305和管

道与负压源连接，所述清洗通道307与连接在安装座301上的高压清洗组件310连接，所述清

洗通道307朝向移液管302的那侧开口为喇叭状结构，清洗通道307的弯曲位置处以圆弧进

行过渡，所述高压清洗组件310用于向移液管302内输入高速流动的雾化去离子水，以对移

液管302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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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实施例中，多自由度移动臂2为型号是DRS40C4SS1BN002的水平关节机器

人，当然也可以采用具有至少三个自由度的其他机械手臂进行代替，本实施例在此不进行

具体的限定，工作台1内还设有电源、控制器等部件，本实施例在此也不进行多余的介绍。

[0026] 在实际应用时，多自由度移动臂2带动安装座301及其上的移液管302运动至指定

位置，移液管302下行插入至药瓶中，负压源（如真空泵、风机等）启动，在移液管302内产生

负压，实现取液，取液完成后，多自由度移动臂2带动安装座301及其上的移液管302运动至

出液位置，负压源反向转动，将移液管302内的药液排出，排出完成后，若需要继续对其他种

类的药液进行移液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取液，此时执行清洗指令，高压清洗组件310向

移液管302内输入高速流动的雾化去离子水，对移液管302进行冲洗，然后等其内的去离子

水干燥后，再执行取液即可，其不需要手动对移液管302进行清洗，也不需要对移液管302进

行更换。

[0027] 如图5所示，作为本发明一个优选的实施例，所述高压清洗组件310包括去离子水

管3101、压缩空气管3103、进气连接座3105和出雾喷头3108，所述进气连接座3105的端部连

接有外壳3104，进气连接座3105内设有与压缩空气管3103连接的文丘里管3102，所述外壳

3104上还连接有去离子水管3101，外壳3104对应文丘里管3102的直径最小处设有与去离子

水管3101连通的储液腔3107，所述储液腔3107通过透液孔3106与文丘里管3102连接，外壳

3104上还连接有出雾喷头3108。

[0028] 本发明实施例在实际应用时，压缩空气从压缩空气管3103进入到文丘里管3102

内，在经过文丘里管3102的直径最小处其速度最大，并产生负压，使得储液腔3107内的去离

子水通过透液孔3106进入到文丘里管3102内，并被高速流动的压缩空气分割成无数个小液

滴，形成高速流动的雾化去离子水，并从出雾喷头3108喷出，经过清洗通道307进入到移液

管302内，对移液管302进行清洗。

[0029] 作为优选的，所述压缩空气管3103、去离子水管3101和设有负压接头305的管道上

均安装有电磁阀。

[0030] 本发明实施例中，压缩空气管3103、去离子水管3101和设有负压接头305的管道上

的电磁阀分别为电磁阀I、电磁阀II和电磁阀III，在进行取液和排液时，电磁阀I和电磁阀

II保持关闭，电磁阀III开启，而进行清洗时，电磁阀III关闭，电磁阀I和电磁阀II开启，并

且在冲洗完成后，先关闭电磁阀II，保持电磁阀I的继续开启，利用压缩空气管3103对移液

管302进行吹干。

[0031] 如图6所示，作为本发明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所述移液管302的外部套设有固定

片303，所述固定片303通过螺钉固定在安装座301上，移液管302的顶部开口处与连接座304

之间设有异型密封圈309。

[0032] 本发明实施例中，安装移液管302时，将移液管302插入至安装座301内，插入到位

后，通过螺钉将固定片303固定在安装座301上即可。

[0033] 具体的来说，所述异型密封圈309包括密封圈本体3091，所述密封圈本体3091上开

设有一圈开口槽3092，所述开口槽3092内安装有截面为V形的张紧片3093，用于使得密封圈

本体3091向两侧张开，以分别与移液管302的顶部开口和连接座304接触密封。

[0034]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情况中，密封圈本体3091采用橡胶材料制成，张紧片3093采

用金属材料制成，其可以提供张力，使得开口槽3092向两侧张开，以使密封圈本体3091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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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移液管302的顶部开口和连接座304接触密封。

[0035] 如图2～3所示，作为本发明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所述安装座301内对应移液管

302的外侧位置处还设有加热腔，加热腔内安装有用于对移液管302进行加热烘干的加热装

置308。

[0036]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加热装置308为电热丝，而且电热丝为螺旋状结构，套设在

移液管302的外侧位置。作为优选的，所述安装座301的外侧位置处还设有与加热装置308电

性连接的连接触点3081，所述连接触点3081处设有防水盖。

[0037] 在电磁阀I开启，利用压缩空气管3103对移液管302进行吹干时，可以同步启动该

加热装置308，以使得移液管302的吹干更加快速和彻底。

[0038] 结合上述实施例，易知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多自由度移动臂2带动安装座301及

其上的移液管302运动至指定位置，移液管302下行插入至药瓶中，电磁阀III开启，负压源

（如真空泵、风机等）启动，在移液管302内产生负压，实现取液，取液完成后，多自由度移动

臂2带动安装座301及其上的移液管302运动至出液位置，负压源反向转动，将移液管302内

的药液排出，排出完成后，若需要继续对其他种类的药液进行移液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进

行取液，此时执行清洗指令：

电磁阀I和电磁阀II开启，压缩空气从压缩空气管3103进入到文丘里管3102内，在

经过文丘里管3102的直径最小处其速度最大，并产生负压，使得储液腔3107内的去离子水

通过透液孔3106进入到文丘里管3102内，并被高速流动的压缩空气分割成无数个小液滴，

形成高速流动的雾化去离子水，并从出雾喷头3108喷出，经过清洗通道307进入到移液管

302内，对移液管302进行清洗，冲洗完成后，关闭电磁阀II，保持电磁阀I的继续开启，利用

压缩空气管3103继续进入到移液管302内，同时，加热装置308驱动，对移液管302进行加热，

与压缩空气配合，实现移液管302的干燥。

[0039]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全自动移液机械手，能自动完成药液的移液、以及

对移液管302的清洗和干燥，其不需要手动对移液管302进行清洗，也不需要对移液管302进

行拆卸更换，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可以广泛的应用在药品的移液工作中。

[0040]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施例处的公开后，将容易想到本公开的其它实

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公开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者适

应性变化遵循本公开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公开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或惯

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公开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权利要求指

出。

[0041] 应当理解的是，本公开并不局限于上面已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精确结构，并

且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本公开的范围仅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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